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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不但要选择适合
自己的种植体，更要选择适合
自己的种植方式。将种植分
得越精细，专业化程度越高，
才能为患者提供最适合种植
方式，达到最好的种植效果。
唯美除新创种植牙细分标准
外，还联合本报推出100颗高
品质进口种植牙，每颗优惠价
3599元，50万牙冠基金再补
贴，德国即刻用种植牙6折，
还可享受0利率分期付款，实
现先种牙再付钱！想要科学
种好牙，就快拨打电话预约！

□记者 魏浩

近日，由省内专家首次独
立完成的左心耳封堵术，为一
名53岁的慢性房颤、反复发作
下肢动脉及肠系膜动脉栓塞
患者解除了病痛。

据介绍，该患者近年来反
复发作下肢动脉栓塞、肠系膜
动脉栓塞，并引起下肢动脉缺
血、肠缺血。经检查诊断为房
颤引起心脏的左心耳血栓形
成，血栓脱落堵塞下肢动脉及
肠系膜动脉。反复的外科手
术，成为患者家庭难以承受之
重。随后患者慕名来到郑州
市心血管病医院，经过详细的
检查，该院院长袁义强认为，
患者慢性房颤、左心耳血栓、
长期抗凝治疗下反复发作下
肢动脉栓塞，最优的办法是左
心耳封堵术治疗。

而后在该院超声、麻醉、
介入手术室等科室通力配合
下，袁义强用微创的方法，将

一枚网状的封堵器放到患者
左心耳根部，防止血栓形成脱
落，整个手术不到两小时顺利
完成。

据袁义强介绍，目前房颤
在我国老年群体中发病率越
来越高，房颤给人最大的危害
就是形成脑血管栓塞、偏瘫、
下肢动脉栓塞、截肢。在人的
心脏顶部有一个隐窝，这就是
左心耳，房颤患者的左心耳非
常容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就
会堵塞血管。房颤引起的栓
塞患者中，血栓大部分来源于
此。对于房颤的治疗，目前主
要是长期服用抗凝药物或者
行房颤射频消融术治疗，对于
反复发作栓塞的患者，左心耳
封堵术是比较先进、效果明确
的治疗方法。

据悉，在袁义强博士的带
领下，该院对房颤的治疗一直
处于我省领先地位，目前已完
成近2000例房颤射频消融术。

线索提供 荣文翰 毛幼林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晓凡

全省首台国际先进水平
的医科达（Elekta）Infinity直
线加速器落户河南省肿瘤医
院，目前已经完成治疗肿瘤患
者100余例。

据了解，该设备通过数字
化控制系统将放疗与平板CT
引导技术结合一体，能实现治
疗过程中对患者肿瘤及正常
器官进行实时的监控，并根据
器官位置的变化调整加速器
的瞄准系统使射线紧紧“追
随”肿瘤靶区，确保将杀灭肿
瘤射线的照射准确度成倍提
高，这样就可以在确保肿瘤受
到致死打击的同时正常器官
就可以大幅度减少射线照射，
降低了放疗不良反应的发生；

全世界独有的主动呼吸控制
系统显著降低了放射性肺炎
的发生率，从而显著的改善和
提高了肿瘤患者的疗效及治
愈率；配备上下、左右、前后、
倾斜、俯仰、旋转等6个方向校
准的治疗床，更进一步提高高
能X射线打击准确度；高速度
高准确度多叶光栅、超高剂量
率等高科技技术，使得治疗时
间由原来的每次10多分钟缩
短为每次3分钟左右。

“放疗经历了从传统到精
确到精准放疗三个阶段，随着
技术进步，放疗技术已经越来
越精准化，不仅能最大限度减
少毒副反应，还能最大限度地
保护肿瘤周围正常组织。”河
南省省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
任葛红介绍。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骨、关节液和关节的软组
织均可能发生感染，这些感染
包括骨髓炎和化脓性关节炎
等一直是伴随人类的险恶而
顽固的疾病。

为了提高我省各级医院
骨与关节感染诊疗的技术水
平，4月15日～16日，由河南
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
医院)郑州院区承办的“2017
年骨与关节感染诊疗新技术

学习班”将在郑州举行。
据大会主席、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
州院区骨髓炎科主任郭建刚
教授介绍，会议将邀请北京积
水潭医院黄雷教授、天津骨科
医院舒衡生教授、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
州院区管委会主任孙永强教
授等国内相关专家，就骨与关
节感染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
和新技术进行专题演讲，以利
于同行之间进行学习和交流。

□记者 李晓敏

浩浩(化名）兄妹来自豫南。
去年年初，出生后不到2周的妹
妹菲菲（化名）突然出现抽搐症
状，家人带她到当地医院治疗，用
了镇静药后，菲菲的抽搐症状暂
时控制住。但之后，菲菲经常抽
搐，三番五次住院，口服两种抗癫
痫药物也无济于事。经人介绍，
菲菲的父母带她来到郑大三附院
神经二科。

值班医生对菲菲做了详细的
体检，应用了维生素B6等药物后
抽搐很快控制住了。随后，医生
又对菲菲进行了头颅MRI和脑
电图、腰穿、遗传代谢病筛查等检
查，并未发现异常。

问诊中，医生了解到，菲菲的
哥哥浩浩1岁左右时毫无征兆地
开始抽搐，当时也是辗转几家医
院，最后诊断为癫痫，口服药物治
疗，但疗效并不理想，现在8岁

了，依然靠药物维持。
兄妹同患癫痫，究竟是什么

原因？了解到这一情况，该院神
经二科主任杜开先想到一种遗传
性癫痫。他建议一家人同时查癫
痫基因，基因结果显示浩浩和菲
菲同患吡哆醇依赖性癫痫，原因
是体内缺乏维生素B6。

吡哆醇依赖性癫痫是一种少
见的癫痫性脑病，呈常染色体隐
性遗传，典型临床表现为新生儿
期即出现抽搐，且对常规抗癫痫
药物耐药，静脉应用吡哆醇后发
作停止，停用后反复发作，再次应
用仍可有效控制。目前认为主要
与乙醛脱氢酶7的家庭成员A1
(ALDH7A1)基因突变有关。该
病惊厥发作类型多样，且往往发
作时间较长甚至呈癫痫持续状
态。有些病例有可疑宫内发作，
部分患儿可因新生儿窒息、哭声
异常、激惹等表现而被诊断为新
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l/3患儿

临床表现不典型，起病可晚至2~
3岁。通过补充维生素B6患儿的
抽搐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之后，兄妹俩开始口服维生
素B6，现在菲菲已半年没发病，
且发育指标基本正常，浩浩原来
吃的抗癫痫药也在减量中。

线索提供 尚睿 王丽君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王晨

8岁的婷婷(化名)肚子一天
天增大，起初家人不在意，后来去
医院一查，原来肚子中藏了一个
大囊肿。

近日，在郑州儿童医院东区
医院普外科，专家成功为婷婷实
施巨大网膜囊肿切除手术，取出
完整取出囊肿约为15斤，抽出腹
腔液体至少8000ml。如果按罐
装可乐一瓶为330ml计算的话，
足足可以装满24罐。目前，孩子
术后恢复良好，即将出院。

据孩子家人介绍：“一直觉得
孩子肚子有点大，开始以为是孩

子吃胖了，可近来孩子的肚子越
来越大，带她去县医院检查，大夫
让赶紧转院来郑州儿童医院。”

郑州儿童医院东区普外科副
主任张现伟博士接诊了这个女
孩。他发现女孩腹大如鼓，肚皮
撑得光亮，血管清晰可见，建议进
一步做腹部CT检查。结果出来
后，张现伟大吃一惊，孩子腹腔内
液体几乎占满了整个腹腔，将全
部脏器挤压在后腹壁。这种情况
必须立即手术。

经过详细的术前准备，婷婷
被推进手术室，一个半小时后，医
生成功取出巨大囊肿——大网膜
囊肿。

郑州儿童医院大外科主任侯
广军介绍，大网膜囊肿多数为淋
巴管发育异常，淋巴管退行性变
或梗阻造成淋巴液在体内淤积而
造成的。网膜囊肿在体内生长缓
慢，初期不会引起任何症状，此次
手术的8岁孩子，体内有这么大
的囊肿并不多见，且抽出的液体
就有 8000ml，这相当于孩子每
天拖着24罐“可乐”行动，痛苦可
想而知。

侯广军提醒家长，很多情况
下孩子能吃能睡并不代表就很健
康，一旦发现孩子肚子较正常孩
子大，且有逐渐增大的迹象，一定
要到医院进行检查，排除病患。

牙缺失不再千人一方 细分种植才是最佳选择

这样种牙才科学：唯美新创细分种牙标准
进口种植牙3599元，50万牙冠基金再补贴，德国即刻种植牙6折，大河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为满足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身体情况的牙齿缺
失者的种牙需求，唯美口腔业内新创种植牙细分标准，给缺
牙市民带来更专业的种植技术，更科学的种牙方案。正值
唯美五周年，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送出多项到院礼、消费
礼，市民均可于近期到院领取，并可享受100颗种植牙每颗
3599元，50万牙冠基金再补贴，德国即刻种植牙6折等优
惠，预约热线：0371-65795698！

□记者 李彬

记者发现，近期有缺牙市民
在咨询种牙机构时，会特意打听
一下种一颗牙需要多长时间，认
为种牙快，就意味着种植技术
好。真的是这样吗？为此，记者
采访了唯美口腔的种牙专家，据

他介绍，对于身体素质较差，不能
承受长时间手术的老人来说，快
速、微创的种植手术，能够减轻他
们的痛苦。但“快”绝不是种牙目
的，种植牙的使用效果才是种植
医生最应该为患者考虑的！

怎样的种植牙效果才算
好？专家回应：达到甚至超过预
期，像真牙一样好用并耐用！虽
然最终目的一样，但由于每一位
牙缺失者口腔情况、身体条件、
年龄层次不尽相同，采用同一种
种植方式显然不科学。为此，唯

美口腔在上万例牙病例库基础
上归类、总结、根据患者缺牙情
况，首创种植牙细分标准，有微
创无痛种植、即刻种植、美学种
植、骨增量种植、全口种植，给缺
牙市民带去更专业、更科学的种
植方案。

种牙不可一味求快 效果才是关键

首创细分标准 科学种植牙能用一辈子

种植牙3599元
先种牙再付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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